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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通告、通知适用范围之探讨 

——对公文写作教科书的有关说法提出商榷意见 
廖正 

华南农业大学  
 

 

摘要 

 

本文对教科书中有关公告、通告、通知三者区别的说法提出商榷意见，

并就如何规范公告、通告、通知的写作，提出参考意见。 

 

关键词   公告通告通知；适用范围；商榷 

 

 

 

公告、通告、通知是正式国家机关行政公文中的三种， 也是使用率最高的知

照性公文。由于这三种公文的功能特点相近，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容易造成错用、

混用及滥用。正确区分三者之间的关系及适用范围，规范行政公文的写作，是非

常必要和迫切的。 

 

公告、通告、通知的适用范围，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

办法》（以下称《办法》）有明确规定：公告“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法

定事项”；通告“适用于公布社会各有关方面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通知“适

用于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转发上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传达要求下级

机关办理和需要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任免人员”。 

 

应该说，国务院制定的这些规定是比较原则的，但具体怎样操作，三者如何区

分，却没有明确的指引。而目前公文写作教科书中，对这三种公文的区分有许多

值得商榷的地方。 

 

说法一：“公文的使用对象限于高级机关” 

 

笔者认为，这一说法缺乏法理依据，同时又不大符合实际应用的需要。在《办

法》中，对公文的使用对象作了明确限制规定的只有两种公文：一是议案，规定

只能是各级人民政府使用；二是命令（令），规定要依据有关法律使用。那么，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有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才有权发布命令（令）。除此之外，《办法》对其余

文种并未作限制使用对象的规定，只是从行文方向上作了规定。如规定‘’报告、

请示、通知、批复、会议纪要”等用于上下级机关之间；规定“函”用于不相隶

属机关之间；规定“意见”可上行、平行、下行（《关于实施〈国家行政机关公文

处理办法〉涉及的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等。如果仅仅从使用过程中，国家



 
廖正  公告、通告、通知适用范围之探讨 — 对公文写作教科书的有关说法提出商榷意见 

2

重要事项大多由国家高级机关公布，从而断定公告的使用对象限于高级机关，那

是没有法理依据的，同时也不符合实际应用的需要。在实际应用中，许多中下级

机关有重要事项向公众公布。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布有关行政处罚结果；质量

技术监督部门公布有关质检结果；法院公布有关案件处理结果等，也需要使用“公

告”行文。所以，笔者认为，公告的使用对象应与通告同，可以是高级机关，也

可以是中下级机关。 

 

说法二：“通告的内容是具体的、业务性的，其重要程度比不上公告” 

 

就“通告的内容是具体的、业务性的”这一句而言，笔者认为它并不能成为与

公告的区别，因为公告的内容也不乏有具体的、业务性的。至于说通告内容的“重

要程度比不上公告”，这话也不能一概而论。请看下面两则公文： 

 

国务院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解

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已于 1987年 6月 5日在北京签订，

并于同日生效。按照上述协定的有关规定，现就我国公民申请清偿的具体

事项公告如下： 

 

一、凡对原英国在华公司、企业、团体等有资产要求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含法人]，均可持债权凭据原件到指定的中国银行分

行办理申请清偿的登记，有关单位根据登记的结果制定具体清

偿办法。 

 

二、上述清偿登记工作从 1988年 1月 1日起至 1988年 6月 30日止，

逾期不再办理 。 

 

三、清偿工作自 1988年 10月 1日起至 1988年 12月 31日结束。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含法人]所持有的以前在我国境从事商业

活动的英国公司、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债卷和其他有价证卷，

不属于本公司清偿范围，登记后可委托中国银行予以出售、兑

换或进行其他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告 

为确保国际民航班机的运输安全，决定从 1981 年 11 月 1 日起，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用机场，对乘坐国际班机中的中、外籍旅客及

其携带的行李物品，实行安全技术检查。 

 

一、严禁将武器、凶器、弹药和易爆、易燃、剧毒、放射性物品以

及其他危害飞行安全的危险品带上飞机或夹在行李、货物中托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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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经特别准许者外，所有旅客及其行李物品，一律进行安全检

查，必要时可进行人身检查。拒绝检查者，不准登机，损失自

负。 

 

三、检查中发现旅客携带上述危险物品者，由机场安全检查部门进

行处理；对有劫持飞机和其他危害飞行安全嫌疑者，交公安机

关审查处理。 

               

上文的《公告》除了告之事项，还附带有关于某一事项的规定和要求，内容

具体，且是业务性的，由于要向国内外宣布，所以使用了“公告”行文；而《通

告》由于发文机关级别高，其内容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其它公告。 

 

那么，在内容上，公告与通告究竟有没有区别？笔者的答案是有，但应该是从

以下方面区分： 

 

一是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公告的内容侧重于要闻；通告则侧重于行为规范和要

求。 

 

二是内容的重要性要求不同，公告的内容必须是重要事项和法定事项；通告的

内容可以是重要事项，也可以是一般事项。而内容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发文机关的

级别，不论公告还是通告，发文机关级别越高，其内容的重要程度越高。 

 

说法三：“公告的行文对象宽，影响范围广；通告的行文对象有一定的限制，

影响范围小” 

 

这一说法，在《办法》修订前，无疑是符合《办法》有关“通告适用于在一定

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这一规定的。但在《办法》将此规定修订

为“公布社会各有关方面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后，笔者认为，通告的行文

对象范围应与公告同。因为“社会各有关方面”并不单指“国内各有关方面”，它

应该包括国内、国外有关的单位、人员，其范围也是相当广的。也就是说，通告

公布的事项，不单国内有关人员要遵守，境外人员来华工作、生活、探亲、旅游

等，也要遵守。例如上文例举的《公安部通告》，其内容明显涉及境外人员，影响

范围当然广泛；而哪些内容不明显涉及境外人员的通告，如《关于维护学校秩序

的通告》，它对国内有关人员有约束力，难道对来该校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员就没有

约束力吗？当然不是。笔者认为，这正是《办法》作出“社会各有关方面”修订

的原故。 

 

说法四：“公告、通告多以公开形式行文，通知多以内部形式行文” 

 

这一说法，笔者认为欠妥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功能不尽相同，不能相比：公告、

通告是功能单一的文种，只有知照事项的功能；而通知是多功能文种，既可以转

发文件，又可以传达要求下级办理的事项；既可以任免人员，又可以知照事项。

当通知用于转发文件，传达要求下级办理的事项及任免人员时，一般是内部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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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通知与公告、通告无法比较；而用于知照事项时，则较多是公开行文，

这种通知才能与公告、通告相比较。 

 

那么，究竟应如何区分公告、通告与知照性通知的区别。笔者认为，从内容和

行文对象两方面区分比较妥当：在内容上，正如前文所述，公告侧重于要闻，通

告侧重于行为规范及要求，而通知应侧重于事务性事项。在行文对象上，公告、

通告的行文对象具有泛指性，而通知的行文对象具有专指性。 

 

现将公告、通告、通知的区别综合归纳如下表： 

 

区别   文

种 

公告 通告 通知 

功能 功能单一 功能单一 多功能 

行文机关 不限 不限 不限 

行文内容 ① 必须是重要事项或法

定事项 

② 侧重于要闻 

① 可以是重要事

项或一般事项 

② 侧重于行为规

范及要求 

① 可以是重要事项

或一般事项 

② 知照性通知侧重

于事务性事项 

行文目的 侧重于告之 侧重于要求遵守 知照性通知侧重于

告之 

行文对象 具有泛指性 具有泛指性 具有专指性 

行文形式 公开 公开 知照性通知多公开 

 

以上是笔者对目前教科书中有关公告、通告、通知区别的一些较为普遍的说法

提出的商榷意见。笔者认为，上级对公告、通告、通知写作的规范要求缺乏具体

明确的指引，教科书对三者的区分又欠准确，是导致公文错用、混用及滥用现象

严重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应用中，使用者有些是由于未能把握公文与其他应用文

的本质特点而滥用公文，如本该用广告、启事、声明、海报的，却用了公告、通

告、或通知。但也有些是因为无法分清公告、通告、通知的内容有什么不同，而

错用、混用的。请看广州海事局就封航事项在广州日报上发的两篇公文： 

 

航行通告 

    为配合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岛）建设需要，需临时封闭小洲水

道，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自 2003年 5月 15日起至 2004年 8月 15日止，小洲水道

河段实施全封航，南河道汾水头至新造河段实施交通管制。 

    二、如需进入封航区域的船舶、设施、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州海事局批准。 

    三、在南河道汾水头、海心岗河段，吃水 4米以上船舶、大型

拖船队不得对遇、追越。 

    四、过往船舶应听从现场警戒船指挥（联系电话为 VHF8频道），

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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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通知 

广市政府决定于 2002年 12月 31日晚上在广州国际会展中心

（琶洲）举办“广州市第四届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大型焰火晚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封航范围：东河道华南大桥河段。 

    二、封航时间：12月 31日 21时 30分-22时 30分，上述水域

实行全封航。无关船舶一律不准进入警戒区内，有关过江轮渡停止

载客。 

    三、在封航警戒线处均派有境警戒船，均按规定显示信号，过

往船舶应听从现场指挥，以策安全。 

 

再看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的两篇内容相同的公文： 

 

公告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穗拆延字（2003）19 号通告

批准广州市荔湾区建设和市政局拆迁带河路河溪涌边 7号二、三楼

房屋（属测量 3区 2段 1545地号）。 

 

    上述房屋的所有权人、继承人或委托代理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30 日内携带有效的权属证明和身份证明到本局产权地籍处（地

址：豪贤路 193号 25楼）提出权利主张。逾期无权利主张 

的，本局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14条实施代管。 

 

通告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穗拆延字（2003）19号公告批

准广州市荔湾区建设和市政局拆迁带河路汇馨街 32 号（属测量 3

区 2段 1537、1536地号），带河路源胜北街 2号房屋（属测量 3区

2段 1701地号）。 

 

上述房屋的所有权人、继承人或委托代理人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

携带有效的权属证明和身份证明到本局产权地籍处（地址：豪贤路 193号

25 楼）提出权利主张。逾期无权利主张的，本局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

理条例》第 14条实施代管。 

 

以上这类内容相近、发文机关相同，刊登时却用了不同文种的公文，在报刊上

比比皆是，而你却很难说清楚它有什么不妥。要避免上述公文写作的混乱，笔者

认为对公告、通告、通知的内容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很有必要。依据《办法》的

有关规定，笔者试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 

 

一、公告的内容必须是“重要事项或法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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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人们主要是对“重要事项”的范围把握不准，因为通告和通知的事项

也可以是重要的。笔者认为可以将公告的“重要事项”规定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的国家大事，诸如国家领导人出访、卫星上天、火

箭发射试验、人大选举结果等要闻；二是各级行政管理部门需要周知的本部门的

重要事项，如工商管理部门有关行政处罚结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有关质检结果，

法院有关案件处理结果等。 

 

二、通告的内容必须是“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 

由于有的公告、通知具有祈使性，也可以有遵守执行的要求，这就使得人们

对通告要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变得难以把握，容易混用。因此，笔

者认为可以将通告的内容规定为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要求。如严禁乱砍乱伐森

林，严禁破坏公共设施，严禁随地吐痰大小便，维护学校治安秩序，实行道路交

通管制等，这些规范要求的功能相当于临时性或短期性法规规章，要求社会各有

关方面遵守。 

 

三、通知的内容除了“转发文件、传达要求下级办理的事项、任免人员‘，还可

以’周知事项。” 

 

这里，只有“周知事项”与公告、通告同，最容易混淆错用，所以，笔者认为

可以将通知的“周知事项”内容规定为事务性一般事项，诸如开会、抢修、停电、

停水、拆迁、更改时间地点等，以区别于公告、通告的内容。 

 

除了要对公告、通告、通知的内容作具体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把握公文的

本质特点，也是避免滥用的关键。公文与非公文的本质区别是，公文是以行政管

理为目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而非公文如广告、启事、海报、声明等知

照性文体，是以公务、私务管理为目的、不具法律效力的文书。所以，凡是不具

法律效力的事项、带有招商性的公务和个人私务等，应选择使用广告、启事、海

报、声明等知照性文体，而不要随便使用公告、通告、通知，造成滥用。 

 

不过也有一种情况，笔者以为应该辨证看待，即现在有些招商性事务也用公告

行文的。如招投标事项、股票发行事项，拍卖事项等，这类事项，如果用“启事”

行文，似乎不大合适，因为“启事”是一种内容和形式都要求简短的启告文书，

显然不大适合招投标之类容量大的事项。没有适当的文种而选用“公告”，笔者认

为不应看作是滥用，而是“公告”在新形势下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延伸。不过，这

时的公告不再具法律效力，不属正式公文。 

 

 


